
3 月 23 日是“世界气象日”，
今年的主题是：直面更热、更旱、
更涝的未来。本周，不少市民纷
纷抱怨近期的天气糟透了，阳光
势力一直偏弱，雨水占上风，潮湿
挥之不去。什么是“雨一直下”我
们算是领教到了。

赣江上游部分河流复涨

这几天，南昌天天下雨不见
晴好。刚开始几天大雾弥漫，霾
则趁机“捣乱”，上周日，太阳公公
调皮地只露了一天的脸，接着雨
姑娘来了，洪城又是雨雾迷蒙的
场景。

本周，我省赣南赣中遭遇强
降雨天气，多地受灾。水文部门
监测，3 月 22 日 14 时至 23 日 8
时，我省中南部又普降中到大
雨，局部暴雨，全省平均降雨量
19.5 毫米，赣州市 40.8 毫米，吉安
市 36.1毫米，萍乡市 31.9毫米，点
最大为于都县安下水库站 98.5毫
米。

受降雨影响，赣江上游部分

河流复涨。23 日 8 时，贡水葫芦
阁站水位 140.46 米，超警戒 0.46
米；赣江吉安站水位 51.20 米，超
警戒 0.70米。万安水库 23日 8时
入库流量 7280 立方米每秒，出库
8000 立方米每秒，库水位 95.19
米，8 时 30 分下泄流量加大至
9000 立方米每秒，预计 24 日 8 时
万安水库入库流量增至8290立方
米每秒。

受五河来水影响，鄱阳湖星
子站23日17时水位12米，较昨日
上涨了 0.34 米，比多年同期高 0.4
米。

冷空气至 潮湿天气缓解

连续阴雨天气，导致空气潮
湿。23 日 15 时，南昌空气湿度为
90%。不说居民的家里瓷砖上出
现水珠，楼梯也是湿漉漉，最重要
的是衣服晾了几天也干不了。更
恼人的是，早晚雾气弥漫，晚上睡
觉感觉潮湿闷热。

翻开记录发现，南昌 3 月 1
日-3 月 19 日，最高气温峰值为

26℃，最低只有3℃。气温起起伏
伏，令人难以招架。

本月的南昌，雨水的确多，潮
湿成了大家热议的话题。尤其在
上周，超过20℃的温暖气温，加上
轻轻吹拂的南风，南昌空气湿度
一度达到 90%。空气中水汽充
足，仿佛进入了黄梅天，到处雾朦
胧。

为何会出现潮湿的天气？
气象部门解释，进入春天后，南
方暖湿气团比较活跃，当湿热气
流汹涌北上时，吹入室内，此时
地表温度较低，暖湿气流碰到较
冷的地表，很容易就凝结成水
滴。专家提醒，大家应密切注意
天气变化，尽量关闭门窗，避免
潮气入侵。

一个好消息是：24 日北方有
冷空气南下，我省风力加大，赣北
江湖水面阵风 6～7 级，气温有所
下降，降雨南压并减弱，潮湿现象
可望缓解。下周，气温将明显回
升，最高气温将达25℃，赣州等地
将达27℃。初夏的节奏或提前到
来，你准备好了吗？

冷空气要来 潮湿天气可望缓解

雨水今起告退雨水今起告退 阳光灿烂的日子又来了阳光灿烂的日子又来了
下周气温将明显回升 最高将达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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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雾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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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售点冷清，亏本或引
转让潮

来自 12306网站的数据显示，在
我省 421个火车票代售点中，南昌占
比最大，共有 98 个，新余占比最小，
仅有8个。

万先生经营火车票代售点已有
10 余年，见证了代售点这一商业模
式由高峰滑落低谷的过程。“前几年，
代售点每天能卖出 100 到 200 张车
票，旺季每天能卖 300 张。”万先生
说，从 2011 年铁路开始试行网络购
票后，火车票代售点渐渐“失宠”。“现
在一天卖票和取票加起来也只有 50
到60张，生意大不如前”。

万先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
张票手续费 5 元，学生票不收手续

费，手续费一半要上交给铁路部门，
按现在一天卖 50 张票的手续费计
算，每天代售点收入只有 125元。代
售点每月房租 1000 多元，工作人员
要领工资，另外还有水电费，一个月
下来，连基本的收支持平都难以保
证。”

在弋阳县城南经营火车票代售
点的江女士正遭遇与万先生同样的
烦恼。“前几年代售点每天平均卖出
70到80张票，春运高峰时一天卖300
张也是常事。”江女士说，以前代售点
经常排起长队，如今长队不见了，只
有一些不熟悉网上购票的中老年人
前来买票，每天只能卖出 30 到 40 张
票。

“对于我这个代售点来说，一天
卖 60 张票才能保本。”江女士说，如
果接下来几个月仍一直亏本，今年

内，她也将考虑将代售点的经营授权
转让出去。

网购车票占比超七成，
或倒逼代售点转型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铁路运营线
路的增加及售票方式的多样化，铁路
客票代售市场正从“卖方”市场走向

“买方”市场。目前，省内 400多个火
车票代售点均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
压力。

记者从南昌铁路局客运部门了
解到，2010 年，该局客票代售点销售
火车票 2085 万张，在全局总售票数
中占比 23.9%。但到了 2014年，该局
客票代售点销售火车票 2632 万张，
全局占比降至14.6%。

据悉，从 2012年开始，南昌铁路
局客票代售总量停止增长甚至出现

下滑，但同期客票代售点的经营数量
同比仍在增长，从而导致客票代售点
平均销售张数出现较大幅度减少。
从 2010 年至 2014 年，该局客票代售
点平均销售张数下降比例约为40%。

南昌铁路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春运，南昌铁路局网购车票达到
七成，较去年春运增加15%。这意味
着，火车票代售点分到的“羹”将越来
越少。

面对业务日益冷清，火车票代售
点何去何从？业内人士称，为了扭转
目前的经营困境，外地部分铁路代售
点曾向航空协会申请一级代理权限，
拟在出售火车票的同时，兼售飞机
票。“以后江西也可能会出现一批转
型后的多功能代售点，旅客可通过它
们买火车票、飞机票、福利彩票，甚至
代缴公共事业费。”

今非昔比 曾经大排长队 如今冷冷清清
占比渐增 今年春运南昌网络购票达七成

我省400余个火车票代售点面临转型

本报南昌讯 （记者许卓）“让农
民全面机械化种田，安安心心种田，
开开心心种田！”3月23日，江西省绿
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凌继河
特别激动。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很特
别的日子，公司旗下新成立的子公司
——江西省供销绿能农业服务有限
公司在当天举行开业典礼，一个全新
的“订单种田”模式就此拉开序幕。

上午 10时，虽然下着雨，但闻讯
赶来签“订单”的农民还真不少。该
公司总经理宁江介绍，新成立的公司

实行的是一种新的“订单种田”模式，
“传统种田模式是种植大户自行流转
土地、在零售店购买农资、自己种植
管理、收割卖稻。现在的新模式是我
们给农民提供土地流转、农资采购、
技术指导、稻谷销售等多项服务，覆
盖水稻生产产前、产中、产后所有流
程，为农民提高种粮效益、降低风险，
而农民只需交适量的管理费，今年签
约的还享受免费管理两年的优惠。
这种模式就是将成熟的工业供应链
管理方式用于现代农业。”

安义县鼎湖镇田埠村村民熊帮
友当天冒雨赶来签约，他决定将自家
1000 亩土地全部签给“绿能”公司，

“图个省心！”熊帮友坦言，种了 20年
田，之前全是自己干，虽说如今每年
也有约 30 万元收益，但赚的是辛苦
钱。“签约后，我可以专心把田种好，
其他事情‘绿能’都替我管了，还节省
了我的成本。”据介绍，“绿能”可以借
助企业优势统一采购，甚至绕过经销
商直接和厂家洽谈，农资、农机采购
都可以拿到更低的市场价格，预计可

为农民节省约20%成本。此外，该公
司还计划以高于市场价0.03元/斤的
价格回购订单农户的粮食，让农民
没有“卖粮难”的后顾之忧。“今年，
我们已经与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进
行合作，打算引进市场更受欢迎的
优质品种，抓住需求，精准营销。我
们希望打造一个真正为农民服务的
平台，改变传统种田模式，推广机械
化、现代化新型种田模式，当然也要
赚钱，但不是赚农民的钱，而是想办
法赚市场的钱！”宁江说，当天，该公

司拿出的 3 万多亩签约面积被农民
一签而空。

据了解，安义种粮大户凌继河因
连续五年给农民发高额年终奖引来
了社会广泛关注。他 2009年弃商从
农后，改革种粮模式，用管理工厂的
方式管理稻田，将稻田分成十几个分
区，采用全机械化作业，每个分区均
聘请农民管理，打造了一批新型职业
农民。目前，新开拓的“订单种田”新
模式将和“职业化种田”模式齐头并
进，共同发展。

农民只需专心种田 其余问题都由“供应链”解决

安义种粮大户凌继河再拓“订单种田”新模式

本报南昌讯 （记者余红举）南
昌轨道交通新线龙岗站桩间止水
工程原本预算投入财政资金 1056
万元，经南昌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
跟踪评审，只需要 40 万元。3 月 23
日，南昌市财政局相关人士表示，
该工程节约了 1000 多万元。

据了解，随着南昌市财政资金

向社会公共领域投入的力度不断
加强，财政投资评审的覆盖面逐渐
加大，而投资评审是节约财政资
金、规范财政支出的重要途径之
一。为此，南昌市财政局利用财政
投资评审挤出政府投资项目预算

“水分”。
与此同时，把过去由财政部门

直接对政府投资项目的预决算进
行评审，改为聘请社会中介机构进
行第三方评审。在评审环节上，南
昌市财政局把评审环节往前靠，将
由以往的事后评审，改为全过程跟
踪评审，将财政投资评审工作范围
扩大到全市重大重点项目建设全
过程，通过实时跟踪监控，分部分

项评审，及时向项目建设单位提出
合理化建议，减少不必要的工程建
设支出，合理有效地控制了项目的
投资规模。

“去年累计完成财政投资评审
项目 307 项，项目送审金额 80.03 亿
元，审定金额 66.5 亿元，核减金额
13.5 亿元。项目涉及水利、市政、交

通、公路、医疗、学校等各个领域，
通过评审大大减少工程项目中的
不合理支出，提高了财政建设资金
的使用效率。”南昌市财政局相关
人士表示，目前正对轨道交通新
线、红谷隧道等 19 个工程建安概算
达 330 亿元的项目开展跟踪评审工
作。

挤出政府投资项目预算“水分”

南昌一年节约财政资金13.5亿元

雨水离开 太阳上岗
本报南昌讯 （记者徐黎明）烦人

的雨水终于要离开，阳光将照耀洪
城。本周剩下的几天，南昌将沉浸在
浓重的春色里。

这个春天，雨姑娘似乎特别留恋
洪城这片好山好水，一直都不肯离
开。受冷空气影响，从周四开始，雨水
暂别南昌，最低气温仅6℃。气象专家
提醒，最近气温变化大，注意保暖，适
时增减衣物，有心血管疾病和呼吸道
疾病的朋友尤其要为天气变化做好相
应的防护。

24 日 ，南 昌 阴 转 多 云 ，10℃ ～
14℃；25日多云转晴，7℃～15℃；26日
晴 ，6℃～17℃。

本报瑞昌讯 （记者何深宝）瑞昌市洪一
乡麦良村有一棵树龄约 1000年的苦槠，当地
村民希望政府对这棵千年苦槠进行保护。

麦良村的这棵苦槠，树高 28米，胸径 1.7
米，胸围 6.28 米，平均冠幅 29 米，树大根深、
枝繁叶茂。“这是一棵母苦槠，每到秋冬季
节，盛产苦槠籽，每年都有 400 多公斤苦槠
籽。苦槠籽既可炒食，也可制作豆腐。过去
每遇灾荒，村民就食苦槠籽，又称此树为‘救
命树’。”麦良村村民谈荣林说。

去年 9 月，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友谊街
片区进行旧城改造时，当地政府花 400 万元
保护一棵树龄 300多年的大楸树。此事经媒
体报道后，引起了麦良村村民谈荣长的关注。

“一棵 300 多年的大楸树，政府竟花 400
万元进行保护！我们村里有一棵千年苦槠，
政府也应该加以保护！”谈荣长的一席话，立
即在村民中引起强烈共鸣。随后，村民在一
起商议，并写了报告。村民的报告引起了瑞
昌市林业局和九江市林业局的高度重视，并
派专家赶赴现场进行察看。

“一般古树，不是枯枝多，就是树身已经
空壳，而且伤痕累累。这棵苦槠，几乎没有枯
枝，长势茂盛，实在罕见！”九江市林业局专家
察看后，赞叹不已。

目前，瑞昌市林业局正推荐麦良村的这棵
千年苦槠参加九江市“十大树王”评选活动。

赣江抚河下游尾闾综合整
治今年启动

本报南昌讯（记者余红举）3月23日，记
者了解到，南昌市今年启动赣江抚河下游尾
闾综合整治工程，计划2021年12月竣工。

据了解，赣江下游尾闾综合整治范围为
赣江南昌市城区以下河段，全长 243 千米。
主要是整治河道、畅通水流，稳定河势；堵支
强干并圩，缩短防洪堤线，减轻防洪压力；建
闸抬水，改善水环境水景观；治理岸线和滩
涂，合理开发利用港口资源；改善通航条件，
促进城市发展和旅游发展。抚河下游尾闾综
合整治范围为抚河焦石坝至三阳河段，全长
76.5 千米。其中焦石坝至塔城大桥河段长
52.5千米。塔城至三阳河段长 24千米，此段
右岸为青岚湖，面积122平方千米，系平原过
水湖泊。

与此同时，工程还着重规划对赣抚水系
进行连通，在赣抚水系连通方案中，提出将以
现有河湖水系、调蓄工程和引排工程为基础，
以赣江、抚河、清丰山溪等主要河流为主线，
以青岚湖、瑶湖、艾溪湖、青山湖、象湖等主要
湖泊为节点，形成区域水网，构筑以南昌市南
城区为核心、覆盖南昌县城、辐射进贤县和丰
城市的“三横四纵”骨干水系联通格局。

据介绍，赣江抚河下游尾闾综合整治工
程计划总投资达17.6亿万元。

男子受伤躺路中央
路过民警伸出援手

本报讯 （记者杜金存 通讯员吕凯）3月
22 日下午 2 时，江西高速交警总队直属六支
队第一大队民警严小军、王林波正在将所办
案件当事人带至抚州红十字医院进行体检的
路上，途经抚州市南门路时，发现道路上聚集
了许多群众，只见一男子躺在路中央，头上满
是鲜血，已陷入昏迷，一辆电动车倒在一旁，
情况十分危急。

严小军将现场保护起来，同时拨打电话
通知当地交警及医院。王林波则根据现场群
众反映，跑出数百米远，将一辆正在驶离的嫌
疑车辆及驾驶员控制住。救护车到来后，严
小军帮助医护人员将受伤男子抬上车，并一
同将其送至医院，王林波则留在事故现场，等
待事故处理民警。抚州交警表示，幸亏救助
及时，受伤男子并无大碍。

本报记者 万仁辉
近日，南昌市青云谱

区定山路上的火车票代售
点贴出一张授权转让通
知。“代售点业务量比几年
前少了一半，生意难做，接
手的人也很难找。”该代售
点负责人万先生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
省共有421个火车票代售
点。随着网购火车票在总
售票数中占比渐增，曾经
排长队的火车票代售点如
今大多“门可罗雀”，其经
营资质也不再抢手。

瑞昌一千年苦槠急盼保护


